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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全国社工职业水平考试报考人数突破 40万
6 月 9 日至 10 日，2018 年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举
行。 据统计，2018 年全国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考总人数
为 42.45 万人， 增长率达 27.6%。
值得关注的是 6 月 9 日，全国首
批 15 名台湾居民在福州市参加
了 2018 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考试。

42.45 万人报考
台湾考生入场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考试自 2008 年起实施。

2017 年以来，随着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被纳入《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和《高级社会工作师评
价办法》的出台，社会工作者职
业资格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评价的社会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

2018 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了
42.45 万人， 比去年增加 9 万余
人，增长率达 27.6%。

其中，报考人数最多的三个
省份为：浙江 8.4 万人、广东 6.1
万人、江苏 4.2 万人。上海、北京、
山东、四川、吉林、湖北、重庆、湖

南、辽宁、福建等地报考人数均
突破万人。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
社工考试中出现了台湾考生的
面孔。 6 月 9 日，全国首批 15 名
台湾居民在福州市参加了 2018
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若考试通过，他们将成为全国首
批持有社工职业资格证书的台
湾居民。

今年 2 月份国台办发布了
31 条惠台措施,其中包括了向台
湾居民开放社会工作者职业资
格考试。 此后，福州团市委联合
马尾区决定在两岸社工交流方
面进行先行先试，并通过在马尾
工作的台湾社工涂佳荣向台湾
社工抛出了橄榄枝。

“在这之前， 我也做过一些
调查，台湾的社工包括未就业的
大学生，很多人都有意向来大陆
发展。 所以一发布这个消息，大
家反响非常热烈。 经过几轮筛
选，最终确定了这 15 个人。 ”涂
佳荣说。 据了解，这批台湾考生
平均年龄 40 岁。

来自台湾苗栗县全人关怀协
会的考生张文斌， 在当天完成了
社工中级职业资格证考试。“中级
的考试分为理论、 法规和操作实

务三门， 虽然备考时间紧张了一
点，但考下来感觉还行。 ”张文斌
告诉记者， 他在台湾从事社工工
作已有 6年多， 去年他在福州的
茶亭街开设了一家服务机构，为
个人和机构提供心理问题的疏
导。“虽然已在执业，但对我来说，
此次若能考取社工中级证， 日后
对我的工作肯定会有加分， 所以
我还是蛮珍惜这次的机会。 ”

“这次邀请台湾社工来榕参
加全国社工职业资格考试，是加
强榕台在社会工作方面交流合
作的一次探索， 在全国尚属首
例。 我们希望通过引进台湾社工
人才，借鉴台湾相关经验，推动
福州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和
社会治理创新更好地发展。 ”福
州团市委负责人表示。

已有 32.6 万余人取得证书

6 月 10 日上午，民政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顾朝曦带队到北京
考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
校考点巡视了考试情况。

顾朝曦听取了北京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民政局有关负
责同志对本次考试考务情况的
介绍， 对部分考场进行了巡查，

并走进考务办公室、视频监控室
等场所， 详细了解考试组织实
施、试卷保密、考场纪律、安全保
卫等工作情况，对考务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

顾朝曦指出，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评价是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制度，对于
选拔专业人才、引导专业发展方
向、提升社会工作者实务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离
不开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希
望各相关单位紧密配合，继续为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成长成才创
造良好环境，继续关心支持社会
工作事业发展，共同推动社会工

作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 32.6

万余人通过考试取得了社会工
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这些专业人
才广泛分布于社区服务、社会救
助、社会福利、公益慈善、防灾减
灾、心理健康、矫治帮教、职工帮
扶、青少年事务等多个与社会服
务和社会治理密切相关的领域，
围绕满足群众需求和解决具体
民生问题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专业服务，在促进完善社会服
务体系、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引
领社会向上向善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据 《人民日报 》、东南网 、
《福州日报》等综合）

最近，上海市一家基金会将
成为申请登记从“要跑四次”到

“只跑一次”的首个受益者。 今年
9月起， 上海将实现全市社会组
织登记在线办理，申请者只需到
登记管理机关“跑一次”。

“社会组织从申请成立到
登记管理等，要来回跑四次，太
不方便了。 ”“企业捐赠一下子
送来 2 万斤大米， 我们不知如
何处理”……大调研过程中，上
海市民政部门就社会组织反馈
的现实问题迅速行动， 通过优
化工作流程、做好服务工作等，
解决“社会组织登记流程繁琐”

“慈善组织接受实物捐赠处置
难” 等问题。 不少社会组织表
示，“享受政策红利， 我们方便
多了。 ”

近年来， 上海市社会组织
快速增长， 全市经民政部门核
准登记的社会组织约 1.5 万家。
一些社会组织负责人反映，社
会组织成立登记从递交可行性
报告到领取开放临时账户的通
知、递交相关材料、领取成立证
书或决定书等， 前后需要跑 4
次。 如果材料有缺失遗漏，需要
来回跑的次数更多，有些折腾。

“我们从最难啃的‘骨头’
入手， 解决困扰社会组织的烦
心事。”市社团局登记处工作人
员洪玲说， 社会组织申请登记
事项包括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
业单位、基金会三大类 15 个事
项， 其中基金会申请登记涉及

的流程最为繁琐。 市社团局从
基金会申请登记入手， 优化工
作流程， 开通该事项登记网上
办理功能。今年 5 月，上海市社
会组织网上政务服务大厅正式
上线，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
只需按照指引选一选、填一填、
传一传，即可完成在线填写。登
记全过程中材料齐全的， 申请
人只需到登记管理机关“跑一
次”。

在大调研的过程中， 市社
团局尝试建立社会组织登记顾
问制度， 为有意向申请登记的
社会组织配备专门顾问。“申请
人打电话咨询，当天谁值班，谁
就成为他们的登记顾问， 留下
手机号、微信等方式，确保申请
人有需要时能全渠道畅通。”洪
玲说。

市民政局透露， 今后将逐
步实行全市社会组织登记在线
办理。今年 9 月左右，本市将陆
续实行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
非企业单位各项登记与服务事
项网上办理， 材料齐全的都只
需到登记管理机关“跑一次”，
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和社会组织
办事。

近年来， 本市基金会快速
发展，仅去年就新增近 100 家，
目前全市共有 400 多家基金
会。大调研过程中，市民政局发
现， 不少社区基金会都提出了
实物捐赠难处置的问题。去年，
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接受了一

家企业 2 万斤有机大米的捐
赠， 问题随之而来：“那么多数
量的大米怎么仓储”，“一袋大
米就要一百多斤， 还牵涉到分
发问题” ……更让他们头疼的
是，捐赠的实物价格如何认定，
如何使这笔捐赠不变成“糊涂
账”？长寿社区基金会遇到了同
样的问题： 社区内一些超市捐
赠了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发给
困难群众，但是与市场价相比，
这些食品的价格核定也让基金
会“吃不准”。

“虽然《慈善法》有关于捐
赠的相关规定， 但并没有实际
操作指导。”市社团局基金会处
负责人介绍， 针对社区基金会
提出的这些问题， 社团局走访
市慈善基金会、 市科普教育发
展基金会等“取经”，召集审计
师事务所相关人员， 研究探讨
如何依法规范做好接受捐赠资
产的处置工作。最终，市社团局
通过问答和案例的方式，在“上
海社会组织” 网和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了《民间非营利组织接
受捐赠资产处置问答》和《民间
非营利组织接受资产案例》。这
两个“宝典”得到了普遍好评。
为了更好地帮助新成立的基金
会处理捐赠事务， 市社团局基
金会处都会对其负责人进行约
谈，当场留下手机号、微信等联
络方式，方便对口联络，及时帮
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 （据《解放日报》）

上海 9月起
将实现全市社会组织登记在线办理

日前，安徽省民政厅研发的
全省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管理系
统上线运行。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系
统可以将线下的机构管理过程、
社工服务、记录、监管、评估过程
等内容在线上进行流程化、规范
化操作。 社会工作服务购买方和
督导评估方通过系统可以对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的专业质量、服

务进度进行全程监管。
社会工作行政管理机构通

过系统可以获取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数量、社工人数、社工服务
内容、 服务对象等大数据内容，
并将其作为分析掌握社会工作
发展动态和行业现状，作为推进
行业决策或出台相关政策的重
要依据。

（据民政部网站）

安徽：社工服务项目管理系统上线运行

截至今年 4 月，云南建成并
投入使用的儿童福利机构共 36
个，集中供养 1900 名孤残儿童。
同时，先后投入建设 2 个婴儿安
全岛、2 个脑瘫儿童康复训练基
地、26 个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救助
安置指导中心（站）。

截至去年底 ， 云南全省
411487 名农村留守儿童全部签

订《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签订
率达到 100%。 针对专项行动前
摸底排查出的 38593 名无人监护
和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
能力农村留守儿童，通过多种方
式落实监护责任，监护责任落实
率达到 100%， 并对 5295 名儿童
的父母的失职行为进行批评教
育。 （据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儿童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6 月 6 日下午， 四川省民政
厅召开了全省性社会组织参与
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动员会，35
家全省性社会组织负责人代表
参加会议。

2018 年至 2020 年，四川省
民政厅将安排资金 4500 万元
（每年安排 1500 万元）作为“种

子基金”， 专项用于 45 个深度
贫困县的脱贫攻坚项目。 此次
动员会， 主要目的是安排部署
社会组织依托民政脱贫攻坚
“种子基金”，“一对一或一对
多” 对口对接深度贫困地区具
体帮扶项目。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四川：4500万“种子基金”引导社会组织扶贫

台湾社工展示准考证


